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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暨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

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14:00-15:0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以网络互动的形式召开了 2021 年度暨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暨
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2年 5月 14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1 年度暨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

的公告》（临 2022-032 号），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2022 年 5 月 20 日，公司董事长、总裁罗韶颖女士，董事、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易琳女士，董事会
秘书王骏先生通过网络方式参加了本次说明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问题 1：公司的养老板块目前盈利状况如何？ 如果没有盈利，预计多长时间开始有盈利？
回复：公司的康养板块目前还处于高速成长阶段，以服务品质及规模增长作为第一目标，待项目

步入成熟运营阶段后，基本能实现盈利。公司康养板块通过“医疗+机构+社区”结合的运营模式和业务
业态, 着力医疗康养产业的项目落地和规模化运营，打造康养产业品牌“常青社”，拥有居家社区、机构
养老、护理康复机构和专科机构四大养老产品，重点布局中高端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项目。 现运
营医疗康养项目达 11个，管理社区服务站点超过 36个，运营床位规模达到 1400 张以上，覆盖客户群
体超 50,000人。

问题 2：公司的商业管理板块对象全部是以自家公司开发的商为地产为管理对象吗？ 有其他管理
对象吗？ 目前发展前景如何？

回复：公司旗下商业管理板块东原致新在开发、运营和管理商业地产的基础上，正积极探索轻资
产运营模式，通过从资产持有者受众获取低效商业与文化空间，进行改造、招商、运营。 例如东原致新
于 2021年 12月与重庆市南岸区政府合作，打造了第一个城市更新项目———南坪后堡城市更新项目。
东原致新已开启城市更新业务模式，将不断深入探索。

问题 3：公司的集成应用板块有什么方向？ 目前在投入与产出上有什么优势？
回复：公司集成应用板块的方向是成为城市应急解决方案供应商。 在国际局势越来越复杂，国内

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未来公司集成业务的国内外机会将越来越多，公司目前
在防弹车及通信指挥车、器材车、基站车等集成车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处于行业第一，未来不仅会继
续保持现有产品竞争力，也逐步向服务提供商转变。

问题 4：公司对本公司上市的市值管理有什么计划吗？
回复：公司目前经营正常，稳定发展，在房地产下行的大环境下，公司会更加努力做好业绩，提升

公司核心价值，积极拓展延伸业务协同，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同时，我们会做好投资者关系，加强与
投资者交流，更好的传递公司价值，回报投资者。 感谢关注。

问题 5：公司 2021年亏损 20亿，这么发展下去，会被 ST,甚至退市吗？ 公司在这方面有何计划？
回复：公司 21 年利润亏损主要因为受房地产行业及市场整体下行毛利下降，以及按会计准则要

求提取资产减值准备。从长期来看，随着政策缓和回暖及疫情的逐步稳定，房地产也将持续稳定经营，
健康发展。

公司未来计划稳定经营房地产开发业务：保证交付和品质；保持稳健经营，努力恢复开发业务的
盈利；提高销售回款效率，加快自身现金回流，优化债务结构，改善融资质量，提升资金使用及周转效
率，从而保证公司经营及流动性安全，控制风险；践行长期主义经营理念，创新迭代，进一步提高产品

力；提升内部管控效率。 同时，协同、融合发展物业服务、商业管理、专用车制造及产业发展业务，不断
探索新赛道，为未来长期发展提供更多支撑。 谢谢关注。

问题 6：公司大股东东银的债务处理进展如何？
回复：你好！ 公司大股东东银控股债务重组工作一直有序推进中。 2021年 12月 15日，东银控股

按照既定流程将 2021年留债利息支付予东银控股债权人委员会， 并由债委会根据 2021 年重组利息
支付的具体要求实施支付。 谢谢。

问题 7：房地产业务准备什么时候剥离？
回复：公司没有剥离主营业务的计划，谢谢。
问题 8：大股东准备什么时候转让股权？
回复：公司大股东东银控股债务重组工作有序推进中，谢谢关注。
问题 9：公司对上证所问询的函，称 5 月 20 日回答，目前没有看到公布回函的内容。 是打算继延

期回复还是今天收盘后公布？
回复：请关注公司公告，谢谢。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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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

以电子邮件及通讯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 2022年 5月 20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
与表决监事 3名，实到参与表决监事 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商钢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商钢明先生为本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

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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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

以电子邮件及通讯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22年 5月 20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
与表决董事 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蒋建琪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
集、召开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蒋建琪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选举蒋建斌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蒋建琪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超楠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邹勇坚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邹勇坚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同意聘任李菁颖女
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李菁
颖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董事的专业特长，充分发挥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专业职能，公司董事会

同意选举以下董事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具体如下：
（1）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蒋建琪先生（召集人）、杨轶清先生、杨静女士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缪兰娟女士（召集人）、蒋建琪先生、应振芳先生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杨轶清先生（召集人）、蒋建琪先生、缪兰娟女士
（4）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应振芳先生（召集人）、蒋建琪先生、缪兰娟女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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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5月 20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独立董事的
议案》《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的议案》，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后，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选举公司董事长、 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第
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和聘任结果，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共 9名，分别为蒋建琪先生、蒋建斌先生、陆家华女士、邹勇坚先生、蒋晓莹女士、杨静女士、杨轶
清先生、应振芳先生、缪兰娟女士；其中蒋建琪先生为董事长，蒋建斌先生为副董事长，杨轶清先生、应
振芳先生、缪兰娟女士为独立董事。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名单如下：
1、 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蒋建琪先生（召集人）、杨轶清先生、杨静女士
2、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缪兰娟女士（召集人）、蒋建琪先生、应振芳先生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杨轶清先生（召集人）、蒋建琪先生、缪兰娟女士
4、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应振芳先生（召集人）、蒋建琪先生、缪兰娟女士
各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附件。
二、 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职工代表大会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监事共 3名，分别为商钢明先生、张丽萍女士、沈国华先生，其中商钢明先生为监事会主席。
各监事会成员简历详见附件。
三、 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聘任蒋建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李超楠女士为

公司财务总监；聘任邹勇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李菁颖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为：
联系电话：0571-28801027
传真：0571-28801057
邮政编码：310042
电子邮箱：ir@chinaxpp.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杭州新天地商务中心 4幢西楼 13楼
特此公告。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蒋建琪先生，1964年 12月生，中专学历。 曾任职于上海铁路局，1999 年 12 月创立湖州老顽童食

品工业有限公司，1999年 12月至 2008年 12月任湖州老顽童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07
年 3月创立湖州永辉食品工业有限公司，2007年 3月至 2009年 6月任湖州永辉食品工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2005 年 8 月创立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8 月至 2013 年 1 月任执行董事兼经理，

2013年 2月至 2013年 6月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13 年 6 月至今任香飘飘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政协第七届湖州市委员会委员。

蒋建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35,946,520股，是公司控股股东，蒋建琪与陆家华为夫妻关系，同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与蒋建斌为兄弟关系；蒋建琪先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蒋建斌先生，1965年 2月生，中专学历。 1999年 12月至 2005年 8月任湖州老顽童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副经理；2007 年 3 月至 2009 年 6 月任湖州永辉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05 年 8 月至 2013
年 1月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经理，2013年 2月至 2013年 6月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副董事长。 2013年 6月至今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蒋建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6,000,000 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蒋建琪为兄弟关系；蒋建
斌先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陆家华女士，1963年 6月生，中专学历。 曾任职于湖州南浔供销社，2000 年 12 月至 2010 年 5 月
任职于浙江华圣医药有限公司；2009年 3月至 2011年 1月任湖州蜜谷甜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2010年 10月至 2011年 11月任湖州老顽童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经理；2010 年 12 月至今任
湖州嘉辉置业有限公司监事；2013年 2月至今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陆家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8,80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蒋建琪先生为夫妻关系，同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陆家华女士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邹勇坚先生，1975年 2月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审计主管、农夫山泉股
份有限公司华北区财务经理、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副总监。 2012年 9月至 2018年 4月担
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副总监，2018年 4月至 2021年 4月担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2019 年 4 月至今担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0 年 5 月至今担任香飘飘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邹勇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00,0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邹勇坚
先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蒋晓莹女士，1993年 2月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杭州全都来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
人兼副董事长。 2016年 5月担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创新中心总经理，2019 年 5 月担任
公司互联网事业部总经理，2022年 3月担任公司品牌创新中心总经理。 2020 年 5 月至今任香飘飘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蒋晓莹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8,00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蒋建琪先生为父女关系；蒋晓莹女士不
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杨静女士，1984年 1月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太湖雷迪森集团培训经理、总经理助理；2011年 9
月至 2018年 3月担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总经办主任，2018年 3月至今担任人资
行政中心总监，2020年 5月至今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杨静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795,0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杨静女士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杨轶清先生，1970年 3月生，硕士研究生。 提出浙商概念第一人，资深浙商研究专家，浙江工商大
学教授。 曾任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子报部门负责人、宋城集团董事长助理兼战略发展总监、华立集团执
行董事。现任浙商博物馆馆长、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世界浙
商大会组委会办公室成员等。 2019年 11月起担任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 5月至今
担任宋城演艺独立董事；2019年 4月至今担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杨轶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在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担任职务，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杨轶清先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的情形。

应振芳先生，1975年 3月生，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专业博士学位，2007 年 11 月起至今，先后担任
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2013 年起至 2019 年担任浙江省茶
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应振芳先生同时担任中国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浙江省知识产权法
研究会理事；2021 年 6 月至今担任杭州朗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 年 3 月至今担任浙江
硕维轨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 4月至今担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应振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在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担任职务，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应振芳先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的情形。

缪兰娟女士，1965年 11月生， 上海财经大学学士学位，1989 年 7 月至 1996 年 10 月任杭州之江
饭店财务部主办会计；1996 年 10 月至 1999 年 10 月任浙华会计师事务所部主任；1999 年 10 月至
2004年 11月任浙江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4 年 11 月至今任浙江新中天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6 年 9 月至今任浙江新中天信用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现任浙江久立特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越剑智能装备股份公司独立董事、众望布
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9 年 4 月至今担任香飘飘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缪兰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在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担任职务，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缪兰娟女士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的情形。

商钢明先生，1982年 12月生，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浙江新方圆投资有限公司法务专员、浙江太古
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风险管理主任。 2015年 9月起任职于香飘飘食品，担任法务经理，现任湖州达
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监事，2019年 7月至今担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商钢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商钢明先生不存
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沈国华先生，1979 年 4 月生，大专学历。 曾任职于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培训主
管、浙江世友木业全国培训经理。 2015年 6月担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培训经理，2018年 8
月至 2020年 12月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办公室经理，2020 年 5 月至今任香飘飘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 12月至今任行政管理副总监。

沈国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沈国华先生不存
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张丽萍女士，1977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浙江大学。 曾任
职于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品牌主管、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公共关系部部长、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媒体公关部部长。 2018年 12月起至 2020年 10月任香飘飘食品公关传讯副总监，2020年 3月至今任
香飘飘食品监事，2020年 10月至今任企业公关部总监，全面负责企业公关的日常管理工作。

张丽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在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担任职务，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张丽萍女士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李超楠女士，1982年 11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职于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 2013年 10月至 2018年 3月担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成本管控部经理，2018 年 3
月担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供应链财务部副总监，2021 年 4 月至今担任香飘飘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李超楠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38,000 股，未在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担任职务，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李超楠女士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情形。

李菁颖女士，1990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学位。 曾任浙富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主管；2019 年 8 月起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主管，
2021年 1月至今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2年 5月起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事务专业经理。

李菁颖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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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2022年 5月 19 日收到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出具的会议决议。公司于 2022年 5月 19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全体与会职工代表一致同意选举张
丽萍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张丽萍女士将与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任期为自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三年，与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附件：
张丽萍女士简历
张丽萍女士，1977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浙江大学。 曾任

职于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品牌主管、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公共关系部部长、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媒体公关部部长。 2018年 12月起至 2020年 10月任香飘飘食品公关传讯副总监，2020年 3月至今任
香飘飘食品监事，2020年 10月至今任企业公关部总监，全面负责企业公关的日常管理工作。

张丽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在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担任职务，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张丽萍女士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603711 证券简称：香飘飘 公告编号：2022-018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杭州新天地商务中心 4幢西楼 13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364,749,9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87.867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蒋建琪先生以现场召开的方式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邹勇坚先生、财务总监李超楠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4,666,976 99.9772 8,600 0.0024 74,400 0.0204

2、 议案名称：《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4,666,976 99.9772 8,600 0.0024 74,400 0.0204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4,666,976 99.9772 8,600 0.0024 74,400 0.0204

4、 议案名称：《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4,666,976 99.9772 8,600 0.0024 74,400 0.0204

5、 议案名称：《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4,703,476 99.9872 8,600 0.0024 37,900 0.0104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4,529,576 99.9396 83,700 0.0229 136,700 0.0375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4,741,376 99.9976 8,600 0.0024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4,741,376 99.9976 8,600 0.0024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 2022 年度拟使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3,152,732 99.5621 1,588,644 0.4355 8,600 0.0024

10、 议案名称：《关于 2022 年度申请融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4,735,776 99.9961 14,200 0.0039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3,199,232 99.5748 1,550,744 0.4252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3,190,632 99.5725 1,550,744 0.4251 8,600 0.0024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3,190,632 99.5725 1,550,744 0.4251 8,600 0.0024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3,152,732 99.5621 1,597,244 0.4379 0 0.0000

1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3,190,632 99.5725 1,550,744 0.4251 8,600 0.0024

1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3,152,732 99.5621 1,588,644 0.4355 8,600 0.0024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7.00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7.01 选举蒋建琪先生为公司
董事 356,523,784 97.7447 是

17.02 选举蒋建斌先生为公司
董事 357,259,476 97.9464 是

17.03 选举陆家华女士为公司
董事 357,259,476 97.9464 是

17.04 选举邹勇坚先生为公司
董事 357,259,476 97.9464 是

17.05 选举蒋晓莹女士为公司
董事 357,266,476 97.9483 是

17.06 选举杨静女士为公司董
事 357,259,476 97.9464 是

18.00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8.01 选举杨轶清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 357,528,476 98.0202 是

18.02 选举应振芳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 357,528,476 98.0202 是

18.03 选举缪兰娟女士为公司独
立董事 356,997,769 97.8747 是

19.00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 是否当选

19.01 选举商钢明先生为公司监
事 356,782,784 97.8157 是

19.02 选举沈国华先生为公司监
事 357,528,476 98.0202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 司 2021 年 度
利润分配预案》 9,458,236 99.5108 8,600 0.0905 37,900 0.3987

6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9,284,336 97.6812 83,700 0.8806 136,700 1.4382

7
《关 于 公 司 2021
年度董事 、高级管
理人员 薪酬 的 议
案 》

9,496,136 99.9095 8,600 0.0905 0 0.0000

9
《关 于 2022 年 度
拟使 用公 司闲 置
自有资 金购 买 理
财产品的议案 》

7,907,492 83.1953 1,588,644 16.7142 8,600 0.0905

17.01 选举蒋 建琪 先 生
为公司董事 1,278,544 13.4517

17.02 选举蒋 建斌 先 生
为公司董事 2,014,236 21.1919

17.03 选举陆 家华 女 士
为公司董事 2,014,236 21.1919

17.04 选举邹 勇坚 先 生
为公司董事 2,014,236 21.1919

17.05 选举蒋 晓莹 女 士
为公司董事 2,021,236 21.2656

17.06 选举杨 静女 士 为
公司董事 2,014,236 21.1919

18.01 选举杨 轶清 先 生
为公司独立董事 2,283,236 24.0221

18.02 选举应 振芳 先 生
为公司独立董事 2,283,236 24.0221

18.03 选举缪 兰娟 女 士
为公司独立董事 1,752,529 18.438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1为特别决议议案，经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
议案 5、6、7、9、17、18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经表决获得通过。
议案组 17、18、19 为累积投票议案，各子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进行表决，已经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杨北杨、何晶晶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

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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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年 5月 20日下午在

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成员后即日召开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提前发出会议通知，全体董事推选张华君先生
主持，应到董事 7名，实到董事 7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华君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 3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生效。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张华君、胡左浩、崔宝军组成，张华君先生为主任委员。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张海燕、徐国君、陈颖组成，张海燕女士为主任委员。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徐国君、胡左浩、张华君组成，徐国君先生为主任委员。
4、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胡左浩、张海燕、张华君组成，胡左浩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华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 3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生效。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此项议案，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崔宝军先生、陈颖女士、崔正波先生、黄桂琴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 3年，与本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此项议案，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韦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 3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生效。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此项议案，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赵兴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赵兴健先生已完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第 146期董事会秘

书任职资格培训课程，但目前尚未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在赵兴健先生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前，将由公司财务总监张韦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待赵兴健先生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后，其
聘任正式生效，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32-87520886；
传真：0532-87527777；
邮箱：rcspzqb@richen.com。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此项议案，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21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张华君先生，1964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6年 7月至 1992年 1月就

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1992年赴日本研修学习，1993年 4月至 1995年 3月就读于日本国東
京工业大学，获工学硕士学位；2007年 9月至 2009年 7月，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MBA 课
程，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5年 4月至 2001年 2月就职于日本石本食品工业株式会社；2001年 3
月创建本公司。 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崔宝军先生，1970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历任天津市宁河县
芦台食品厂职员、天津石本食品工业有限公司职员。 2001年加入公司，先后任研发部经理、副总经
理、董事,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3、陈颖女士，1979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1年加入公司，先
后任职员、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董事，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4、崔正波先生，1979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烟台欣
和企业食品有限公司大区总监，中酱江苏酿造有限公司副总裁。 2020年 7月加入公司，曾任零售业
务部负责人，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5、黄桂琴女士，1975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 历任青岛正大食品
有限公司研发员、研发主管。 2003年加入公司，先后任研发部经理、生产厂长、研发总监，现任公司副

总经理。
6、张韦女士，1986 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

师。 历任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
青岛云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20年 3月加入公司，曾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总经办主任
兼投资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7、赵兴健先生，1988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1年 6月，
毕业于吉林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2013年 6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食品科学
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 2013年 7月至 2022年 4月，就职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
行，历任公司业务市场企划经理、金融市场产品经理、资本市场业务团队经理、战略客户团队经理（期
间，于 2020年 6月至 2021年 6月挂职担任烟台业达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22年 5月
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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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70,586,5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1.578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全体董事推举由张华君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董事 7人，出席 6人，李惠阳先生因公请假；
2、 公司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0,582,473 99.9941 4,100 0.0059 0 0.0000
2、 议案名称：《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0,582,473 99.9941 4,100 0.0059 0 0.0000
3、 议案名称：《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0,582,473 99.9941 4,100 0.0059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2年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0,582,473 99.9941 4,100 0.0059 0 0.0000
5、 议案名称：《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0,582,473 99.9941 4,100 0.0059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0,582,473 99.9941 4,100 0.0059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0,582,473 99.9941 4,100 0.0059 0 0.0000

8、 议案名称：《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0,582,473 99.9941 4,100 0.0059 0 0.0000

9、 议案名称：《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0,582,473 99.9941 4,100 0.0059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0,582,473 99.9941 4,100 0.0059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1.01 关于选举张华君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70,586,573 100.0000 是

11.02 关于选举崔宝军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70,586,573 100.0000 是

11.03 关于选举陈颖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70,586,573 100.0000 是

11.04 关于选举屈洪亮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70,586,573 100.0000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2.01 关于选举胡左浩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0,586,573 100.0000 是

12.02 关于选举徐国君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0,586,573 100.0000 是

12.03 关于选举张海燕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0,586,573 100.0000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3.01 关于选举隋锡党为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监事的议案 70,586,573 100.0000 是

13.02 关于选举于晓伟为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监事的议案 70,586,573 100.0000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64,413,65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5,500,8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668,000 99.3899 4,100 0.6101 0 0.0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11,800 74.2138 4,100 25.7862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656,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
薪酬的议案》

6,168,816 99.9335 4,100 0.0665 0 0.0000

6 《关于公 司 2021 年度
利润分配的议案》 6,168,816 99.9335 4,100 0.0665 0 0.0000

7
《关 于 续 聘 公 司 202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
议案》

6,168,816 99.9335 4,100 0.0665 0 0.0000

8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

6,168,816 99.9335 4,100 0.0665 0 0.0000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4、议案 6、议案 7、议案 8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3、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伟、张明波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755 证券简称：日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0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年 5月

20日下午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后即日召
开本次会议，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提前发出会议通知，全体监事推选隋锡党先生主持，应到监事 3名，
实到监事 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青岛日辰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隋锡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 3年，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监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附件：个人简历
隋锡党先生，男，1964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山

东鲁梅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东桓台汇丰制丝有限公司总经理、日辰有限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监
事；现任公司行政总监、监事会主席。


